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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谓国际消费中心城市？
业内认为，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是指国

际消费规模大且消费能级高的国际大都
市。其引领潮流的能力强，全球集聚力和
影响力显著，对经济社会发展贡献突出。

那么，一座城市要成为国际消费中心
城市，须满足什么条件或指标？

重庆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教授
廖成林说，目前，无论在国际还是国内，都
没有具体的量化指标来衡量一个城市是
不是国际消费中心城市。但从公认的伦
敦、纽约、东京、香港和巴黎等国际消费中
心城市来看，判断一座城市是不是国际消
费中心城市，可以从五个维度来考量。

第一是城市的国际知名度。具体可
从入境游客数量、国际航线数量、外资企
业数量、国际展会举办数量及影响力等方
面来考量，数量越多越好。现有的国际消
费中心城市，无一不是国际知名大都市。

第二是美誉度，也就是客人来了后对
这个地方的评价。评价越高，说明城市美

誉度越高，更容易提升国际知名度；
第三是社零总额和入境消费者人均

消费额，这两个数字越大，说明城市的消
费潜力越大；

第四是商业方面的国际影响力。具
体可从国际品牌入驻数量、国际商业零售
服务商入驻量等方面进行考量，数量越大
越好；

第五是有没有国际知名的商圈或商
业街。如果没有，几乎不可能成为国际消
费中心城市。

什么是国际消费中心城市？

1月16日，商务部表示将开
展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试点。
仅仅10余天后，2019年重庆市
政府工作报告就明确提出：实施
消费升级行动计划，推进消费平
台转型升级，壮大限额以上商贸
企业，创建国际消费中心城市。

重庆快速响应国家战略创
建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目的何在？

当前，由于国际贸易保护主
义抬头，国际贸易不确定性增
加，我国经济面临着较大下行压
力。随着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
升级的步伐加快，消费已经成为
我国保持经济平稳运行的“稳定
器”和“压舱石”。

“在此背景下，重庆创建国
际消费中心城市，主要目的就是
顺应消费升级趋势，进一步激发
境内外消费者在我市的消费需
求，重庆全市消费市场规模，形
成‘工业+消费’的双轮驱动经济
发展模式。”重庆大学经济与工
商管理学院教授廖成林认为。

在廖成林看来，作为传统的

工业城市，重庆长期主要依靠工
业经济驱动经济发展。要成功
实现传统工业转型升级和产业
结构调整，任务艰巨，难度很
大。这既需要用新技术来改造
传统工业，也需要加重三产。而
加重三产，最重要的方式就是顺
应消费升级，从产品、服务及与
此相关联的营销模式等方面去
改进，促进消费。

就此而言，创建国际消费中
心城市的意义重大——国际消
费中心城市必然是全球消费资
源的集聚地，是一座城市乃至一
个国家抢占全球消费市场的制
高点，具有强大的消费引领和带
动作用。创建国际消费中心城
市，有利于重庆吸引全球优质商
品和服务进入，成为吸引世界各
地消费者的全新国际消费场
所。同时，也能够为重庆的商品
和本土文化进入国内更广泛市
场和全球市场搭建起通道，从而
为全市产业结构调整、传统工业
转型升级提供消费支撑。

专家建言创建国际消费中心城市

顺应消费升级
以“工业+消费”双轮驱动经济发展

公开资料显示，目前，上海、
北京、广州、深圳、重庆、成都、武
汉、西安和南京等中国主要的大
城市，都已亮出了建设国际消费
中心城市的目标。

在这场争夺战中，重庆存在
什么短板？又具有什么优势？

第一太平戴维斯华西区市
场研究部助理董事陈大荒认为，
目前，重庆整体零售物业开发和
运营水平，与上海、北京甚至成
都相比均存在一定差距。其中，
属于国内外优质零售物业开发
商的项目比例不足50%。同时，
消费内容供应较为单薄，缺少主
题娱乐、文化演艺、创意展示等
多功能复合性消费内容，导致重
庆消费体验感不足，消费购买力
挖掘不够，旅游人群人均消费较
低。这是制约重庆实现消费升
级、创建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两
个主要短板。

但同时，重庆创建国际消费
中心城市也有自己的优势。

在陈大荒看来，重庆建设国

际消费中心城市的优势主要有
三。其一，城市能级较高，消费腹
地较大，可吸引的消费人口众多，
消费需求庞大；其二，根据第一太
平戴维斯研究部全国范围的监测
数据，重庆持有型零售物业市场
的存量占据全国第六位，且未来
新增规模也相对客观。巨大的消
费供应，为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
市奠定了基础；其三，交通枢纽地
位日益凸显，国际交流逐步频繁，
一些旅游景点景区知名度大增，
城市吸引力在不断提高。

重庆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
学院教授廖成林则将重庆在这
方面的优势概括为：山水相依、
两江环抱、景色秀丽、立体城市，
自然资源得天独厚，城市美誉度
较高。同时，拥有独特的巴渝文
化、大足石刻等丰富的人文资
源，以及火锅、小面等美食。如
果能把这些东西融合在一起，打
造出好的旅游消费产品，就有希
望源源不断地吸引大量境内外
客人前来消费。

专家诊断重庆消费之城短板

消费内容供应单薄
制约重庆消费升级

几天前，英国伦敦的约翰·布里兹
(John Brizze)不远万里来到重庆，游览
了洪崖洞、磁器口和大足石刻等景点，看
了川剧变脸表演，吃了重庆火锅、小面等
美食。

临走时，布里兹买了火锅底料、合川桃
片和磁器口麻花等重庆的土特产。

这是继2016年9月之后，布里兹第二
次来重庆旅游。

她说，重庆有山有水有美食，还有独特
的民俗文化，是一座让人流连忘返的城市。

布里兹不知道的是，她来重庆旅游、
消费，已经不知不觉地与重庆的消费升级
扯上了关系。

日前，重庆正式提出：实施消费升级行
动计划，创建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未来，数
量庞大的境内外消费者，尤其是千千万万
像布里兹这样的境外消费者前来消费，将
是重庆实现这一目标的希望所在。

地处内陆，曾是老工业基地，重庆提
出创建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究竟是“一时
兴起”，还是有足够的底气？

国际航线旅游会展齐发力
全世界越来越熟知重庆

1月11日14时42分，3U8637航班缓
缓从重庆江北机场起飞，标志着重庆—缅
甸曼德勒直达航线正式启航。

这也是重庆江北机场今年新开的首
条国际航线。

在此之前，重庆仅在2018年一年时间
内就新开通了14条国际航线。截至目前，
重庆累计开通的国际航线数量突破80条，
已基本完成欧美澳等战略性大线布局。

“国际航线数量快速增加，对于重庆
创建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具有重要意义。”
重庆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教授廖成
林认为。

一般来说，国际航线数量的多少，直
观体现了一座城市的国际知名度。而一
座城市要成为国际消费中心城市，首先得
在全球拥有广泛知晓的国际知名度。

“试想一下，如果世界上大多数人都
不知道重庆，重庆如何去吸引千千万万的
境外消费者前来消费？”

廖成林曾经去过多个国家旅游或进
行学术交流。通过与不少国际友人的交
谈，他发现了一个客观的事实：在国际上，
重庆的知名度至今还不是很高。

但可喜的是，重庆的国际知名度正在
逐年提升，为重庆创建国际消费中心城市
打下了基础，带来了希望。

这种提升，不仅表现在国际航线数量
的快速增加上，也表现为重庆在旅游、会
展等对城市国际知名度有重要影响的领

域，取得了不错的发展成果。
重庆曾被评为全球首个“世界温泉之

都”。2016年，在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发
布的《世界旅游城市发展报告（2015年）》
中，重庆名列“世界旅游城市景气指数排
行榜”第16名，成功闯进全球前20名。

近几年来，重庆还曾作为中国唯一城
市，先后入选国际权威旅行杂志《弗罗默
的旅游指南》（Frommer’s）和《孤独星球》
的“世界十大旅游目的地”“全球十大最具
发展潜力的旅行地”。

得益于重庆旅游品牌逐渐在国际上打
响，重庆对境内外游客的吸引力日渐增大。

据中国旅游研究院日前发布的特别
报告，今年春节长假期间，重庆的游客接
待量排名全国第八、游客净流入量排名全
国第三。

天巡网（Skyscanner）、携程联合发
布的《2019春节出入境自由行大数据报
告》则显示，在“2019春节入境游十大目
的地”排名中，上海、北京、广州位居前三
强，重庆排名全国第六。

再拿会展来说，近年来，伴随着重庆
会展经济蓬勃发展，重庆举办的展会越来
越多。两江新区的悦来，正在成为中国西
部会议举办首选地。

仅在2018年，悦来国际会议中心举
办了超过250场会议活动，接待宾客22万
人次。其中，1000人以上会议有36场，包
括首届智博会在内的国际会议有11场。

各种各样的展会，尤其是大型国际展
会在渝举办，既是重庆国际知名度得到提
升的佐证，也成为了进一步扩大重庆国际
知名度和影响力的一股重要推动力量。

首届智博会在3天时间里，吸引了来
自28个国家和地区的2万多名嘉宾、500
多家企业参展，境内外161家新闻媒体、
1000余名新闻记者全程参与了报道，在
国际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坐拥两大“中国著名商业街”
消费潜力巨大

3月2日，夜幕降临，观音桥步行街人
群川流不息，迎来了一天中最热闹的时候。

来来往往的人群中，各种购物、娱乐休
闲场所中，随处可见操着外地口音的人。

重庆日报记者注意到，位于步行街核
心地段的星光68广场虽然是一家高端卖
场，但进进出出的人仍是络绎不绝。

此时，九街也开始热闹起来。在苏
荷、本色等主题酒吧里，不时能看见三三
两两的外国人聚在一起喝酒聊天；一家卖
台湾美食的店铺里，两名说英语的金发外
国女士正在津津有味品尝美食……

九街集团相关人士透露，在九街，

60%以上的消费者是游客，并且经常有外
国人前来消费。

观音桥商圈管理办公室监测数据显
示，整个观音桥商圈的日均客流量达到50
万人次左右，节假日和周末更是高达70
万人次左右。

本地人及来自天南地北的客人汇成的
庞大人流，为观音桥商圈消费带来了活力。

近几年来，线下实体店持续遭遇寒
冬，但世纪新都年销售额却连年位居西南
第一，苏宁易购家电零售业销量连年领跑
西南，星光68广场的年销售额依然不减，
始终维持在10亿元左右……

观音桥商圈对消费者的吸引力之强，
由此可见一斑。

解放碑商圈也是如此。作为重庆首
个500亿元级商圈，这里一直是重庆引领
时尚潮流的标杆之地。日均人流量达到
50万人次，节假日更是超过100万人次。
目前，已形成了LV、GUCCI等多个“亿元
品牌”；苏宁云商、瑞皇钟表等5家商场还
成功入选“全市首批10家境外旅客购物
离境退税商场”。

事实上，作为重庆最知名的两大商
圈，观音桥商圈和解放碑商圈的魅力早已
被业内认同。

多年前，解放碑商圈就享有了“西部第
一街”的美誉。近年来，该商圈和观音桥商
圈双双获得中国步行商业街工作委员会认
定的“中国著名商业街”称号。2018年，在
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和
标准排名城市研究院联合发布的“2018中
国内地顶级商业街排行榜TOP15”榜单
中，解放碑步行街和观音桥步行街双双上
榜，分别位列第5名和第12名。

在以解放碑商圈、观音桥商圈等分布
于主城及区县的多个商圈拉动下，重庆巨
大的消费潜力也在全国凸显。公开资料
表明，2017年，全市实现社零总额8068亿
元，在全国各大城市中排名第四，仅次于
上海、北京和广州。

第一太平戴维斯最新发布的零售二
十城专题报告认为，重庆消费潜力正在与
日俱增。

对于欲创建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重
庆而言，上述这一切意味着什么？

在廖成林看来，拥有能够吸引世界各
地消费者的魅力十足的商圈或商业街，以
及基于此形成的巨大消费潜力，也是一座
城市成为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必要条件。

譬如，在现今的国际消费中心城市
中，纽约的第五大道，巴黎的香榭丽大街，
东京的银座，均是世界排名前列、令全球
无数人向往的著名商业街。

“目前，解放碑商圈和观音桥商圈虽

然与这些世界著名的商业街有差距，但已
有了打造国际知名商业街的基础。”廖成
林说，加之全市巨大的消费潜力，未来，重
庆打造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就有了有力的
支撑，值得期待。

国际品牌数量飞速增加
有利条件正在形成

纽约、伦敦、巴黎、迪拜、东京……几
乎每一个公认的国际消费中心城市都堪
称“购物天堂”，世界各地的人们来到这些
地方后，总是会情不自禁地买买买。

这些城市都有一个共同点——国际
商品尤其是国际一线品牌和时尚品牌的
集聚度非常高，消费者来了之后，几乎没
有买不到的世界名牌。如在伦敦、东京，
进驻的国际知名高端品牌超过90%。

国际品牌的集聚度，被业内视为国际
消费中心城市的一个重要指标。而在重
庆，过去城市商业对国际品牌缺乏吸引力
的状况，正在快速改变。

2005年，观音桥步行街刚开街时，几
乎没有国际知名品牌。但近年来，这里对
国际品牌的吸引力越来越大。到目前为
止，观音桥商圈已拥有90余个国际一线
品牌和众多潮流、时尚品牌。其中，仅在
2018年，观音桥商圈就新引进了全国首
家国际知名品牌GARFIELD（加菲尔德）
和 美 国 人 气 街 头 服 饰 品 牌 BEEN
TRILL、香港 HEA、好莱坞知名潮牌
JOY RICH等30家国际品牌重庆首店。

在位于观音桥商圈端头的不夜街——
九街，来自法国、韩国、泰国、土耳其等国家
的外籍人士，经营着10余家品牌餐饮、酒
吧等商铺。这些商户的数量，在九街101
家商户中的占比达到了10%左右。

重庆最繁华、最有影响力的商圈——
解放碑商圈，更是国际品牌的集聚地。渝
中区商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近年来，解
放碑商圈大力吸引知名品牌店、全品类
店、首入店和旗舰店入驻，增加优质供
给。目前，整个商圈已聚集大型商业体、
购物中心和百货商场约 15 个，吸引了
line FRIENDS、京东之家等37个全新
品牌首入重庆，汇集了LV、GUCCI等100
多个国际知名品牌。

第一太平戴维斯最新发布的零售二十
城专题报告显示，重庆的国际品牌数量正
飞速提升，与国内零售高线城市的差距在
逐步缩小；重庆零售商指数排名第七，连续
3年提高，对零售商的吸引力与日俱增。

“这种变化，将为重庆创建国际消费
中心城市创造有利条件，积累优势。”第一
太平戴维斯华西区市场研究部助理董事
陈大荒表示。

创建国际消费中心城市 重庆底气何在
本报记者 黄光红 杨艺

夜晚的九街。 (资料图片)

2019年2月5日，大年初一下午，外地游客在洪崖洞凭栏眺
望江景。 特约摄影 钟志兵

渝中区解放碑。(资料图片) 记者 万难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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